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 1至8月份， 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 比 增
长 20.8% ， 增速比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速 高 12.6 个 百 分
点 ；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重为19.4%，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个百分点。

1至8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8.2%， 增速与1至7
月份基本持平。 其中， 升级类商
品销售增长加快。 统计显示， 8
月份当月 ， 限额以上单位化妆
品、 文化办公用品、 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 通讯器材类商品同比
分别增长12.8%、 19.8%、 4.2%和
3.5% ， 增速分别比 7月份加快
3.4、 5.3、 1.2和2.5个百分点。

前8个月我国网上零售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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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透视“十一”黄金周
旅游消费升级亮点

随着旅游休闲成为我国居民
“幸福必需品”， 今年 “十一” 黄
金周， 各地一如既往迎来 “人从
众”。 除了游客 “爆棚”， 今年黄
金周市场呈现一下新变化：

———旅游半径更大
携程数据显示 ， 有来自500

多个城市的旅游者通过该平台预
订跟团游、 自由行、 定制旅游、
当地玩乐等产品； 涉及100个国
家和地区， 数量为历年新高。

从机票预订数据看， 国内目
的地中，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
都、 南京、 杭州、 重庆、 西安等
人气最旺 ； 境外目的地中 ， 日
本、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最为热门，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热度持续
升温。

携程分析， 今年黄金周机票
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成为
激励游客出行的原因之一 。 例
如， 前往哈尔滨、 兰州、 桂林、
张家界等国内目的地票价同比下
滑20%左右； 前往冲绳等境外目
的地票价降幅较大。

———红色旅游更 “火”
携程数据显示， 在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 首都北京成

为今年黄金周红色旅游客流量最
大的目的地， 延安、 上海、 井冈
山、 遵义等红色旅游目的地也迎
来大量游客。

携程平台上， 以北京为关键
词的搜索量同比增长150%； 以
嘉兴、 延安、 井冈山、 遵义等为
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增幅也超过
100%。

———文博景区更智慧
携程数据显示， 今年博物馆

类景区游玩人数同比上升30%，
故宫博物院、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等人气非常高。

景区也更加 “智慧”。 例如，
上海黄浦、 静安、 徐汇、 长宁、
虹口、 杨浦六个城区已完成1298
处建筑的二维码设置， 提升游客
线上线下互动体验。

针对以往黄金周出现的长时
间排队与拥挤现象，还有越来越多的
景区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用预约
和限流来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个性化更浓
更多游客选择个性化的旅游

方式和休闲项目。 携程称， 国庆
假期租车自驾游订单预计同比增
长近60%， 探秘周边小众线路的
短途自驾游持续受到热捧； 私家

团 的 报 名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155%。

颇具特色的夜游经济更加火
爆， 携程称， 黄浦江游船、 重庆
两江游船、 珠江游船等门票订购
量增长均超过50%。

———亲子游更精致
携程称， 国庆假期游客中有

28%是亲子游客， 这一群体消费
升级主要体现在住和游玩项目
上。 国庆期间， 高星级酒店以及
包含儿童餐饮、 用品、 玩乐设施
的亲子房更受欢迎； 热门城市亲
子房每晚单间价格可达700元至
1000元， 但大多在国庆前一周即
售罄。

亲子游客寓教于游的特征更
为明显。携程数据显示，黄金周人
气最高的景区多以亲子乐园、海
洋馆、博物馆和历史建筑为主。

———游客更 “小心”
携程称， 越来越多的游客安

全和保险意识增强， 一个显著特
征是黄金周前后该平台上旅游意
外险的投保率走高。 境外旅游、
旅程中有高危项目、 出行时间比
较长、 同行人中有老人小孩、 自
驾游、 医疗费昂贵是人们购买保
险主要考虑因素。 据新华社

步履铿锵， 气势如虹。10月1
日上午， 伴随着雄壮的阅兵进行
曲， 陆军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伐，昂首走过天安门。

人民军队创建始于陆军 、发
展基于陆军、根脉源于陆军。这次
阅兵， 陆军首次以军种名义组建
徒步方队，以82集团军“铁军旅”
为主体，从陆军范围内抽组人员，
全面展示新型陆军的崭新风貌。

信仰如磐、 铁心向党的
忠诚之师

“铁军旅”前身是1925年成立
的“叶挺独立团”，是我党直接领
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打响了南
昌起义第一枪，开创了“支部建在
连上”的先河，被称为“军魂发源
的地方”。

在古田会议、 遵义会议等关
键时刻，在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
口等危急关头，在抗日救国、救亡
图存的残酷斗争中， 在解放战争
的重要战役中，“铁军” 官兵始终
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幕拉开 ，
“铁军”官兵闻令而动，从中原腹
地千里移防京畿门户。 他们大力
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深
化主题教育， 经验做法在中部战
区陆军推广， 探索实践合成营党
委建设规范试点……红色基因绽
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再次担负阅兵任务 ， “铁军
旅”官兵群情激昂。然而，能参阅
的毕竟是少数， 卫生连战士胥子
龙只能“曲线圆梦”，以卫生员的
身份来到阅兵场。

除卫勤保障外 ， 只要有时
间， 他就在训练场旁边偷偷练踢
腿 、 站军姿 ， 休息时间加班训
练。 他的恒心和坚持打动了主教
练， 最终方队破例同意他跟随队
员训练， 而此时离集训展开已将

近一个月。
“落后不要紧，只要意志坚。”

胥子龙时刻用“铁军”精神激励自
己，一次次苦练，一次次坚守，不
断超越自我，最终由场外“观众”
成为场内“主角”。

能征善战、 战功卓著的
威武之师

九十余载烽火硝烟， 三千余
次沙场亮剑，“铁军”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近年来，“铁军旅”着眼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备战练兵、矢
志打赢，力求创造新的作为。

他们两次赴俄罗斯参加 “国
际军事比赛”，在12个国家中取得
团体第二名； 受命组建维和待命
步兵营， 高标准完成联合国考评
验收； 跨区演习整建制机动万余
公里，探索新模式、研究新战法，
部队受到摔打锻炼； 参加陆军合
成部队比武取得佳绩……

成绩的取得绝非偶然。 来到
阅兵场，“铁军” 官兵身上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

兵龄15年、年龄33岁，作为方
队兵龄最长的队员， 翟向选的阅
兵路走得并不容易。刚上训练场，
教练员就给他指出一堆问题，脖
子不正、走路不稳、脚尖上翘……

怎么办？ 练！ 训练基础差，
他就加班加点； 军姿训练， 强忍
腰痛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瞪眼训
练， 坚持40秒不眨眼， 直到泪流
满面。

翟向选体重骤减， 训练成绩
不断提升， 多次被评为 “训练标
兵”。这种永不服输的拼劲，深深
感染和带动了其他队员， 方队在上
级组织的多次考核中名列前茅。

不畏艰难、 血性十足的
钢铁之师

为了使命，“铁军” 官兵无畏

苦累， 无惧生死。
1993年8月 ， 战士徐洪刚在

归队途中只身同4名歹徒搏斗 ，
身中14刀 、 肠子流出体外50厘
米； 2008年6月， 战士武文斌因
劳累过度， 壮烈牺牲在抗震救灾
一线； 2010年5月， 赴苏丹瓦乌
维和的战士谢保军因劳累过度，
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

“铁军旅” 始终用典型激励
人、 感召人，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 敢于摔打队伍、 锻炼人才。
他们运用陆军、 战区陆军等赋予
的十几项重点任务， 充分培育淬
炼人才， 涌现出一大批素质过硬
的 “铁军” 传人。 侯国领便是典
型代表， 他5次走出国门， 与30
多个国家的军人同台竞技， 打破
7项纪录， 被评为陆军首届 “四
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在 “铁军旅 ”， “侯国领 ”
不止一个———

队员徐将理来自刘老庄连，
为练好出枪动作， 右手虎口一次
次磨破， 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战
友问他： “你训练这么拼， 图个
啥？” 他坚毅地回答： “我在这
里就是刘老庄连的代表， 就一定
要像82勇士那样， 为了胜利战斗
到底！”

“铁军旅” 旅长潘守勇第二
次担任阅兵徒步方队的方队长，
他感慨地说： “这次陆军方队首
次以军种的名义亮相， 承载着百
万陆军官兵的期盼， 承载着陆军
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 ‘铁军’
官兵就应当以一流的标准展示新
型陆军的崭新面貌。”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越。 代表百万陆 军 接 受 检
阅 的 陆 军 方 队 ， 书 写 了 陆 军
新 的 荣 光 ， 他 们 是 永 不 生 锈
的 “铁军”。

据新华社

他们，代表百万陆军受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重
阳节来临之际， 10月5日晚， 湖
南省新邵县坪上镇 “长寿之夜”
第二届重阳诗歌节在清水村举
行。 在青山绿水之间， 来自全国
各地的数十位艺术家齐聚于此，
用诗歌等形式表达对清水村的赞
美和祝福。

晚会现场， 著名诗人叶延滨
专门为清水村创作的 《花儿开
了》， 由著名朗诵家姬国胜深情
朗诵， 引起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杨志学、 宗德宏、 过德文、 刘克
祥、 肖克寒等知名诗人分别为长
寿清水村送上自己的诗作。

山好水好益长寿， 这里是远
近闻名的长寿村。长寿的秘诀，与

良好的生态环境分不开。 清水村
四面环山， 森林覆盖率达90%以
上，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 。另
外，清水村交通便利，距离邵阳高
铁站仅12公里， 不到20分钟的车
程。2017年5月， 清水村被列为省
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当年11月，又
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优美
的风景、 原始的生态、 便利的交
通，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清水村隶属于坪上镇。 据了
解，坪上镇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境
内有张干故居、张氏宗祠、周家大
院、罗家桥、时荣桥等文物古迹；
有花鼓戏、木偶戏、舞狮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有雷公洞、金龙山瀑布
群、潇洒洞等自然景观。

10月7日是重阳节，“九九重阳·颛桥糕会———2019年上海市重阳民
俗文化系列活动”在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田园公园举行。活动突出“孝、
乐、寿”的主题，围绕“重阳食糕”的传统民俗，汇聚了13家上海知名糕点
店展销，另有秋季菊展、非遗技艺展示、金婚伉俪影展、老年才艺展演等
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营造出尊老、孝老、敬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图
为市民在活动现场参观30多对金婚夫妇的金婚纪念照。 新华社发

浓浓重阳情 融融“老来乐”

湖南清水村举行重阳诗歌节

新华社电 一组国庆假期中
民警为群众让出休息室，自己“打
地铺”的照片，近日在网络中流传。记
者7日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这一
事件发生在湖北荆州， 主角是当
地东城派出所的民警。

国庆假期， 古城荆州迎来了
各地的大量游客。2日晚22时许，
荆州古城东门景区30名游客因预
订问题与一家酒店发生纠纷。接
到报警求助后， 东城派出所值班
民警王力霆、 徐付蝶立即赶赴现
场处置。民警调查了解到，游客们
通过提前预订的方式， 在网上办
理了手续。 但由于酒店的网上预
订信息没有及时更新，游客前来入住
时，酒店已客满无法提供房间。

这 30名游客以家庭旅游为
主，约有一半人是老人和儿童。民
警王力霆耐心安抚旅客情绪，同
时， 安排值班民警赵明驾车对辖
区附近宾馆逐一上门询问，看是否还
有剩余房间，但结果都不理想。

值班民警还发动同事们一起
协调宾馆，统计空闲房间数量。经
过近两个小时努力，共找到2个宾
馆提供5间客房，加上一名辅警提
供自有的空置房两间卧室， 共解
决了3个家庭共18人住宿问题。但
仍有两个家庭共12人， 没有住宿
的地方， 其中包括2名老人及5名
儿童。

已经是深夜， 民警们决定先
将12名游客带回派出所， 让出民
警的休息室， 供游客们住宿。“我
们住了你们的休息室， 那你们住
哪呢？”有游客问。

“你们都带着老人、 儿童，你
们先休息，我们有办法。”民警回应。

民警们帮助游客们搬行李 、
抱小孩，并带他们来到休息室，合
理安排床铺。安顿好旅客，值班的
10名民警及辅警才放心地拿起被
褥，在值班室的凳子上、会议室的
桌上以及调解室的地板上 “打地
铺”。这一幕，旅客们悄悄拍下。

湖北一派出所民警“打地铺”
为群众让出休息室

———陆军方队扫描


